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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告诉你：什么才是真的空腹
□本报记者 陈曦

采集日期： 2019年3月27日 单位： 元/公斤

本周33种生活必需品价格走势

（以上信息由北京市职工物价监督总站提供）

哪些项目需要空腹抽血
检查？

肝功： 反映肝脏代谢的谷丙
转氨酶、 谷草转氨酶、 总胆汁酸
和谷氨酰转肽酶等， 及反映蛋白
质代谢的总蛋白、 白蛋白和球蛋
白等受饮食影响较大， 需空腹。

肾功 （含尿酸 ）： 尿素氮 、
肌酐和尿酸受饮食和运动影响较
大， 需空腹。

血生化： 包括电解质等， 进
食会影响结果， 需空腹。

血糖 （空腹） 和糖化血清蛋
白 ： 前者是指从前 l天晚餐后至
次日清晨空腹8～14小时， 在清晨
6～10点测定的血糖含量， 超过上
午10点以后的 “超空腹” 血糖会
影响检查结果。 糖化血清蛋白可
反映近4周的平均血糖水平， 其
结果与血糖浓度成正相关， 需空
腹血。

血脂： 影响血脂化验结果的
因素较多， 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
食物。 进食后， 特别是吃了丰盛

食物后， 食物中脂肪经过小肠进
入血液， 使甘油三酯水平明显升
高， 需空腹抽血。

免疫球蛋白、 风湿三项： 为
防止血清标本对其影响， 也要求
空腹抽血。

性激素： 最佳采血时间为本
次月经来潮第2～3天时间 （含泌
乳素项目抽血前需静坐20分钟），
需空腹抽血。

特殊说明餐后项目： 如餐后
半 、 1、 2、 3小时血糖 、 C肽 、
胰岛素请严格遵照医嘱， 算准时
间抽血。

怎样才能做到标准的空
腹呢？

空腹采血是指禁食12～14小
时后所抽取的静脉血。

如果是第二天早晨8点到10

点左右抽血化验， 那就应该在检
查前一天晚上8点后禁食不禁水，
清淡饮食 ， 保持平时的生活习
惯， 不喝酒， 不喝咖啡和浓茶，
休息好。

如果前一晚很晚了还去吃
夜宵 ， 或者前一晚的饮食过于
油腻， 肯定会影响抽血化验的结
果的。

采血当天， 早上不吃早餐，
可以允许少量喝水 (起床后可以
喝一小杯水<200毫升， 保证人体
必需的水分， 半个小时左右， 人
体能将这些水分完全吸收， 故对
检测结果不会有影响， 但是到了
医院后就不能喝水了）。

对于患高血压 、 哮喘 、 心
脏病等慢性病的患者来说， 用
少量的白开水送服药物对检验影
响不大， 但不能饮用含糖饮料和
奶制品。

不做早锻炼， 抽血前应放松
心情， 这样可避免因恐惧而造成

血管的收缩， 引起采血困难， 同
时也可避免神经血管反射造成的
晕厥。 紧张、 情绪激动可影响神
经-内分泌功能， 会影响检测结
果， 在轻松平和的状态下采血，
才能保证结果的准确性。

还有些患者怕吃饭会影响化
验结果， 甚至在抽血的前一天晚
上就开始不吃晚饭等着去化验，
这也是错误的。 因为身体若处在
过度饥饿状态， 体内各项机能指
标数会有非正常变化， 这样就会
导致采集的血样与正常情况有所
不同。

所以， 这样化验出来的结果
即使 “正常”， 却可能并未准确
反映病人的真实情况， 尤其对糖

尿病患者的影响明显， 因为饿得
时间过长， 就会有出现低血糖休
克风险， 因此糖尿病患者在化验
空腹血糖前， 前一天晚上一定要
正常吃晚饭。

在一天之中， 人的代谢总是
波动的， 其代谢率并非是一个水
平。 因此在一天中， 不同时间对
某些项目检测有明显影响， 如在
进行红细胞、 白细胞等计数时，
上午 、 下午波动范围很大 。 因
此， 为了反映病人的临床状态，
建议下次复查时应在上次检查的
同一时间进行； 任何时候抽血检
测及尿常规检查时， 严禁喝运动
饮料、 碳酸饮料等饮品， 以免影
响检测结果的可靠性。

病人到医院就诊后， 总是少不了抽血化验， 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疑问： 我这个检查到底要不要空腹？ 我吃过早饭了该怎
么办？ 空腹是指前一天晚饭开始就不要吃吗？ 空腹能喝水吗？ 很多人并不清楚自己所做的检验项目是否需要空腹以及如何做
到空腹。 下面就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检验科副主任检验技师刘建华为您讲一讲。

新鲜营养？
其其实实存存在在安安全全隐隐患患

很多人认为现挤奶更新
鲜、 更有营养， 其实从营养上
来说， 现挤奶和经过灭菌的奶
没有什么明显差异 。 相反的
是， 你能喝到的现挤奶往往来
自城市周边散养户， 这种奶源
卫生状况差 ， 容易感染致病
菌， 比如沙门氏菌、 大肠杆菌
等， 还有布鲁氏杆菌。

布鲁氏杆菌是畜牧养殖业
的常见细菌， 在我国主要分布
于东北、 华北、 西北地区。 它
可感染猪、 牛、 羊、 狗等多种
牲畜， 引起动物的 “ 布病 ”。
人如果接触这些动物， 也可以

被它感染， 引起人的 “布病”。
少数 “布病” 患者是因为食用
未经充分加热的牛羊肉或牛羊
奶感染。

各国的食品安全标准都没
有对布鲁氏杆菌进行限制， 因
为牛奶通过巴氏灭菌、 超高温
灭菌等热处理均可以杀死布鲁
氏杆菌。

所以， 不要买现挤奶， 如
果一定要买 ， 千万煮开了再
喝， 且接触过生奶的器具也要
清洗消毒， 避免交叉污染厨房
里的其他用具。

（陈慧娟）

现现挤挤奶奶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
检验科

副主任检验技师 刘建华

本期专家
是空腹吗？

是的。

公

告

小营食堂 《食品经营许可证》 补办登报信息
北京公共交通控股 （集团） 有限公司鸿

运承物业管理中心， 食品经营许可证编号：
JY31105101510353， 有限期至 2022年 11月 14
日。 于2019年3月1日发现食品经营许可证不
慎丢失， 申请补办。

北京公共交通控股 （集团） 有限公司鸿
运承物业管理中心 2019年3月29日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王凤辉 ： 因你自 2018 年 3 月 13 日至 2018

年 12 月 6 日至今旷工未归。 现依据《北京公共交
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三客运分公司劳动合同
管理规定的实施细则》 第四章第二十八条第二款
规定，请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内回公司办理
相关手续，逾期未至，将视为你主动与公司解除劳
动合同。 特此公告。

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第三客运分公司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郑建文 ： 因你自 2016 年 5 月 8 日被北京市延庆

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 ３ 年 １０ 个月，
其行为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现依据《北京公共交通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三客运分公司劳动合同管理规
定的实施细则 》第四章第二十八条第七款 “因个人原
因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被行政拘留、刑事拘留及被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 ，请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
内回公司办理相关手续，逾期未至，将视为你主动与公
司解除劳动合同。 特此公告。

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三客运分公司

公

告

终止劳动合同通知
鲍昉 （身份证号： 330602197601040520）： 你与

中银保险有限公司 （“公司”） 2016年3月1日签订的 《劳
动合同书》 已于2019年3月1日期满。 公司经过慎重考虑，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四条第一款
规定， 于2019年3月1日与你终止劳动合同。 公司已通过
当面送达、 邮寄送达等形式向你送达了 《终止劳动合同
通知书》。 请你于１０个工作日内到公司办理相关离职手
续。 特此公告。 中银保险有限公司2019年3月26日

空腹抽血
不不等等于于““滴滴水水不不沾沾””


